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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 2014 年年會暨國際氣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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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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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特寫
環境傳輸實驗室特寫

左起:白凱棣、陳映竹、吳若瑜、李建勳、蘇峰生、盧重興、許世杰、張勝騰、沈翌民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盧重興榮譽特聘教授有鑑於「輸送
現象」在環境工程領域之重要性，於民國八十一年創立環境傳輸實驗
室，努力訓練學生熟悉質量傳輸與動量傳輸知識，至今已經歷了二十
二個年頭，共培育六位學生完成博士學位，八十五位學生完成碩士學
位。這段期間有賴全體研究生攜手同心，同甘共苦，一步一腳印，已
經發展成為兼具基礎研究及全尺寸污染防制設備設計、監造與測試能
力實驗室。近十年環境傳輸實驗室曾主辦過「2012台灣氣膠學會年會
暨第19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與2012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策略研討
會」、「第四屆環境保護與奈米科技學術研討會」與「第十五屆中華
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環境保護工作者是地球的醫生，因此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是傳輸實驗室的使命，我們希望能夠將實驗室多年研究成果與經驗
提供給污染製造者具成本效益的污染減量技術，並且秉持專業知識
與熱誠態度化解國內環境保護問題爭議，創造台灣經濟與環保雙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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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研究領域有 :
1. 煙道氣二氧化碳 (CO2) 捕獲與回收再利用技術
研究重點主要使用對煙道氣二氧化碳具有高度選擇性的吸附材
料，先經化學改質或熱處理使其吸附能力提升後，再填充於吸附塔
內，利用變溫/變壓吸脫附技術連續把二氧化碳從燃煤鍋爐排出的
尾氣中捕獲下來，最後煙道氣只剩下氮氣排出至大氣中。吸附材在
吸附達到飽和後內含許多二氧化碳分子，只要再施以一些熱能就能
將二氧化碳分子脫附出來回到氣相中。因脫附出之氣體皆為二氧化
碳，所以脫附尾氣為純度很高之二氧化碳，能夠提供給工業製程或
農業再利用。吸附材料在脫附二氧化碳之後，可再重複進行二氧化
碳吸附，不需更換吸附材料，達到減碳兼具零廢棄物的綠色環保技
術。該技術目前已經放大至模廠規模，設置於電廠燃煤鍋爐發電機
組煙道氣濕式排煙脫硫系統後端。碳捕獲設備終端並設置有微藻光
反應器，可將脫附後之二氧化碳以微藻光合作用吸收，模廠流程詳
如下圖。此技術將二氧化碳再利用於藻類養殖達到真正的「減碳」
目標，有別於國外以高壓或低溫方法將捕獲二氧化碳打入深海或地
底儲存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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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發電廠煙道氣二氧化碳捕獲與再利用模廠流程圖

測試結果發現以沸石做為吸附劑能夠對煙道氣二氧化碳達到去
除效率介於90-99%，經脫附後可將二氧化碳濃縮至80-99%之間，並且
吸附材料能夠重複使用上百次以上。吸脫附過程所需消耗的能源很
低，其能源消耗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只占總二氧化碳捕獲
量之10%以下，能耗遠低於其他二氧化碳捕獲技術，具有實際應用潛
力。目前設於燃煤電廠排煙脫硫後端之模廠，每年可以達到捕獲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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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以上二氧化碳效益。脫附後之二氧化碳經調整濃度後提供給微藻
作為碳源，利用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吸收並產生氧氣與藻體，整體
微藻系統對二氧化碳之去除率介於86-99%。生產出來的藻體用途很
廣泛，可做為生質能源(酒精、柴油)、魚貝類養殖、畜牧業(豬、鴨)
飼料或生物科技產品等，不只能夠減碳並且還能再利用碳轉換成其
他經濟產物，成為名副其實的「綠金」。
未來若能經由此模廠測試結果，進一步發展成低廉的碳捕獲與
再利用技術，將每噸二氧化碳捕獲/再利用/運輸/儲存成本總合降低至
國際碳排放交易金額之下，勢必能夠創造產業在市場上的經濟價值
及競爭力，甚至輸出技術至國外，成為台灣未來新的產業－「碳經
濟」，這也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於此主題之學術著作CO2 Capture from Gas Stream by Zeolite
13X Using a Dual-bed Temperature/Vacuum Swing Adsorption，獲
刊登於國際環境科學領域(Environmental Sciences)頂尖期刊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9種收錄期刊中排名第2)，共同作者蘇峰生
博士並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2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
作獎」。
參與研究人員: 蘇峰生博士、吳若瑜、白凱棣、李建勳

2. 製備奈米材料與吸附 / 薄膜過濾 / 光降解環境污染物質
研究範圍主要製備奈米碳管、氧化石墨烯及光觸媒並進行表面
改質後，將其應用於吸附/薄膜過濾/光降解環境污染物質，包括水
體中之有機物質、重金屬、含氮物質等以及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物
質。目前進行中的研究主題有:1.吸附水體中金屬離子鋅、鎳、鉬等
之研究; 2.吸附/薄膜過濾/光降解水體中揮發性有機物質(苯、甲苯、
乙苯、二甲苯)與新興有害污染物質(苯乙烯、戊苯及雙酚A)之研究;
3.薄膜過濾飲用水中硬度(Ca2+、Mg2)與鹽度(Na+、Cl－)之研究。
未來將上述研究成果與國內家電廠商合作開發低耗能、低廢水
量及高出水通量新型淨水器，過濾水中硬度、鹽度、重金屬離子、
含氮化合物質、有機與無機污染物質及吸附水中自由餘氯與結合餘
氯，提供簡易淨水設備。

4

於此主題發表之學術著作Adsorption of Trihalomethanes(THMs)
from Water with Carbon Nanotubes (Water Research 39(6), 1183-1189,
2005)為湯森路透2012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中，環境與生
態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排名前1％的論文作者，專題報導詳見湯森路透
台灣官網: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tw/specialarticles/nchu_lucs/。
參與研究人員：蘇峰生博士、張勝騰博士生、陳映竹、沈翌民

3. 生物濾床處理石化業、倉儲業儲槽及裝載設施逸散之揮發
性有機廢氣
生物濾床乃利用微生物自然分解揮發性有機物質的特性，達到
污染減量的目的。除了能夠符合廢棄物資源再利用精神與減少能源
使用(僅需少量灑水與維持系統運轉電費)，且無有害物質二次排放
與廢棄物問題，其中關鍵生物濾材設計可長期使用，相對於其他控
制技術有最低操作耗材使用的特徵，減輕對環境的污染負荷，符合
綠色科技的內涵。另外，生物濾床處理尾氣CO 2濃度僅數百至數千
ppmv，實為一低碳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技術。
此技術已於96年10月成功運用於土壤污染整治技術-土壤蒸汽萃
取法之尾氣處理。此技術亦已於101年1月成功應用於港區碼頭倉儲
業三座對二甲苯有機液體儲槽排氣處理(每年減量效益可以達到6-8噸
對-二甲苯)及石化工業區廢水儲槽排氣處理與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及
裝載設施排氣處理(減量效益每年可以達100-120噸揮發性有機物質)
。此項成果對於解決土壤整治、港區與工業區產生之空氣污染問題
應有實質的幫助。
未來仍將持續努力推廣此一便宜、省能源、高效率且無二次污
染之揮發性有機物質控制技術，希望能夠在台灣每一有需要的地方
發揮污染減量效益。
參與研究人員：許世杰博士、張勝騰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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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新增及修訂辦法公告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秋森獎」給獎辦法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89.01.29訂定
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97.08.02 修訂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101.12.15 修訂
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103.03.15 修訂

一、目的：獎勵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年輕有潛力之氣
膠研究會員，提升氣膠科技研究水準。
二、給獎對象：
凡在國內大專院校擔任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博士後研究員，或
在國內研究機構及公司擔任研究員(資格比照副教授時)、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博士後研究員或工程師(以上具有博士學位)，從事氣膠
科技研究，有具體貢獻及潛力，年齡未滿四十五歲之本學會會員，均
為給獎對象。
三、申請辦法：
申請人將一篇近二年(即公告申請日近二年內)發表之代表作，其他五
年內發表之參考著作(至多三件)及個人資料表(參考科技部個人資料
表格式含著作目錄)寄至評審委員會，每位申請人須有二封推薦信
函，直接由推薦人寄至評審委員會，推薦信函不限定格式。
四、評審方法：
1.評審小組由本學會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本學會三至五位教授、正
研究員或研究員(資格比照教授時)、或曾得獎之個人組成之。委員由
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並經理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2.評審委員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進行遴選，遴選結果於該年
度年會前通知得獎人，並於該年之氣膠研討會頒獎。
五、獎金及經費來源：
本論文獎含獎金伍萬元及獎牌一面。獎金、獎牌及論文評審等所需經
費由本學會秋森獎基金支付。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由學會會計人員負
責，並每年定期由財務委員會主委在理監事會議中報告。
六、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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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
「傑出工程教授獎」候選人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零貳年十二月十四日第十一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通過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表彰本學會永久會員於氣膠相關工程技術或
工程教育有傑出之貢獻，特訂定本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
教授獎」(以下簡稱本獎)候選人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獎候選人之遴選由獎章委員會辦理。
三、本獎候選人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 入會三年(含)以上且為永久會員者。
(二) 任職我國公私立大專院校工程相關科系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
(三) 未曾獲得本獎者。
四、遴選方式
(一) 本獎遴選小組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與本會三至五位教授、正研究員或研究
員(資格比照教授時)、或曾得本獎者組成之；委員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並經理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二) 遴選委員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進行遴選，遴選結果於該年十二月份
理監事會核備。
五、至推薦期限，若遴選小組仍無適當推薦人選，則當年本獎推薦從缺。
六、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7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獎章」候選人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零貳年十二月十四日第十一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通過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表彰本學會永久會員之傑出表現特訂定本學
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以下簡稱本獎章)候選人之遴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獎章候選人之遴選由獎章委員會辦理。
三、本獎章候選人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 入會三年(含)以上且為永久會員者。
(二) 在氣膠相關學術研究及工程技術上有顯著貢獻或發明之事蹟。
(三) 主持氣膠領域相關工程學術機構或工程研究機構，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
(四) 未曾獲得本獎章者。
四、遴選方式
(一) 本獎遴選小組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與本會三至五位教授、正研究員或研究
員(資格比照教授時)、或曾得本獎者組成之；委員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並經理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二) 遴選委員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進行遴選，遴選結果於該年十二月份
理監事會核備。
五、至推薦期限，若遴選小組仍無適當推薦人選，則當年本獎推薦從缺。
六、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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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
「傑出工程師獎」候選人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零貳年十二月十四日第十一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通過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表彰本學會永久會員對氣膠相關工程技術
或事業具有特殊貢獻之事蹟，特訂定本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傑
出工程師獎」(以下簡稱本獎)候選人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獎候選人之遴選由獎章委員會辦理。
三、本獎候選人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 入會三年(含)以上且為永久會員者。
(二) 於隔年六月六日(含)時，年滿四十歲，並在同一機構連續服務滿三年。
(三) 能克服工程困難，事蹟優異；或領導工程團隊，績效卓著，且在氣膠相關研
究發展上有具體成就者。
(四) 未曾獲得本獎者。
(五)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不予受理。
四、遴選方式
(一) 本獎遴選小組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與本會三至五位教授、正研究員或研究
員(資格比照教授時)、或曾得本獎者組成之；委員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推
薦並經理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二) 遴選委員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進行遴選，遴選結果於該年十二月份
理監事會核備。
五、至推薦期限，若遴選小組仍無適當推薦人選，則當年本獎推薦從缺。
六、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9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
「優秀青年工程師獎」候選人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零貳年十二月十四日第十一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通過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表彰本學會永久會員對氣膠相關工程技術或
事業具有特殊貢獻之事蹟，特訂定本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青
年工程師獎」(以下簡稱本獎)候選人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獎候選人之遴選由獎章委員會辦理。
三、本獎候選人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 入會一年(含)以上且為永久會員者。
(二) 於隔年六月六日(含)時，未滿四十歲，並在同一機構連續服務滿三年。
(三) 在氣膠相關工程技術實務之研究發展或工程服務上有具體成就者。
(四) 未曾獲得本獎者。
(五)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不予受理。
四、遴選方式
(一) 本獎遴選小組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與本會三至五位教授、正研究員或研究
員(資格比照教授時)、或曾得本獎者組成之；委員由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並經理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二) 遴選委員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進行遴選，遴選結果於該年十二月份
理監事會核備。
五、至推薦期限，若遴選小組仍無適當推薦人選，則當年本獎推薦從缺。
六、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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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New Books on Aerosol

Title: Handbook of Nanosafety: Measurement, Exposure

and Toxicology

Editors: Ulla Vogel, Kai Savolainen, Qinglan Wu, Martie van
Tongeren, DerkBrouwer, Markus Berges
Hardcover: 376 pages
Publisher: Academic Press; 1 edition (January 21, 2014)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124166040
ISBN-13: 978-0124166042

Book Description
Handbook of Nanosafety: Measurement, Exposure and Toxicology, written by leading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nanosafet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ngineered nanomaterials (ENM),
current international nanosafety regulation, and how ENM can be safely handled in the workplace.
Increasingly,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when promoting the use of novel
technologies like ENM. With its use of case studies and exposure scenarios, Handbook of
Nanosafety demonstrates techniques to assess exposure and risks and how these assessments can
be applied to improve workers’ safety. Topics covered include the effects of ENM on human health,
characterization of ENM, aerosol dynamics and measurement, exposure and risk assessment, and
safe handling of ENM.
Based on outcomes from the NANODEVICE initiative, this is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those who
need to apply current nanotoxic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workplace and anyone who advises on
nanosafety, such as professionals in toxicolog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risk assessment.

Titl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of Nanomaterials: Polymer

Nancomposites and Other Materials Containing Nanoparticles

Editors: James Njuguna, Krzysztof Pielichowski, Huijun Zhu
Hardcover: 344 pages
Publisher: Woodhead Publishing; 1 edition (March 21, 2014)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857096559
ISBN-13: 978-0857096555

Book Descripti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of Nanomaterials addresses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of
nanomaterial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and examines the safety of specific
nanomaterials.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nanostructures has led
to many development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nanocomposite materials. While these materials have
applications in a huge range of areas, their potential for toxicity mus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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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ir Pollution and Global Warming: History, Science,
and Solutions

Author: Mark Jacobson
Paperback: 406 pages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edition (April 23,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10769115X
ISBN-13: 978-1107691155

Book Description
This new edition of Mark Jacobson’s textboo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major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problems that face the world today, as well as
the energy and policy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Every chapter has been brought completely upto-date with new data, figures, and text. There is a new additional chapter on large-scale solutions
to climate and air pollution problems. Many more color photographs and diagrams and many
additional examples and homework problems have been added. This is an ideal introductory textbook
on air pollution for students taking courses i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meteor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Earth science,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tics, and city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It will also form a valuable reference text for
researchers,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for general audiences.

Title: Industrial Ventilation: A Manual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Design (28 edition)
Author: ACGIH
Hardcover: 600 pages
Publisher: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28 edition (April 1, 201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607260573
ISBN-13: 978-1607260578

Book Description
NEW! Now with both Imperial and Metric Values! Since its first edition in 1951, Industrial
Ventilation: A Manual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has been used by engineers and industrial hygienists
to design and evaluate industrial ventilation systems. The 28th edition of this Manual continues
this tradition. Renamed Industrial Ventilation: A Manual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Design (the
Design Manual) in 2007, this new edition now includes metric table and problem solutions and
addresses design aspects of industrial ventilation systems.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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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重要會議日期
會議日期

June 16-18, 2014
August 28-September
2, 2014
September 26-27, 2014
October 13-16, 2014
September 6-11, 2015

會議名稱
Aerosol Technology 2014 – Karlsruhe
http://www.arbejdsmiljoforskning.dk/~/
media/Projekter/Nano-diverse/AerosolTechnology-2014-1annoncement.pdf
2014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http://www.iac2014.net/
20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CCS 2014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amination Control
http://www.icccs.net/symposium/
ICCCS_2014_Korea.pdf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15)
http://www.eac2015.it/

會議地點

Karlsruhe,
Germany
Busan, Korea

Kaohsiung City ,
Taiwan(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eoul, KOREA
Milan ,Italy

Wallace Editing
TAAR has an agreement with Wallace Academic Editing to give a 10% discount
on editing papers from the members of TAAR. Authors can mention the
membership of TAAR to receive the discount.
Wallace Editing sites are:
www.editing.tw (For those authors in Taiwan) www.wallaceediting.cn (For those
authors in Mainland China) www.editing.hk (For those authors in Hong Kong)
www.editing.sa.com (For those authors in the Middle East) www.editing.tw/en
(For those authors from the rest o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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